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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青年师生中引起热烈反响

人民日报评论员

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康庄大道
——二论习近平总书记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讲话

本报讯（记者四建磊）5 月 6 日上
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
峰到河北师范大学，为 2018 年全省“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大学生骨干
培训班作专题报告，与大学生一起共勉
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心得体会。省委副
书记赵一德主持培训班。

王东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广
大青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巨

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进一步坚定
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信念，矢志不渝地做
马克思主义忠诚信奉者和坚定实践者。

王东峰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是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引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纲领、旗帜
和灵魂。广大青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中
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
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
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
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不
忘初心和使命的时代要求，是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坚
持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关系我
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要在学习
中统一思想、深化认识，自觉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

王东峰强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
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广大青
年要牢记历史使命，自觉践行“四个意
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河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凝心聚力
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贡献青春和力量。一要坚定理想信念，坚
定“四个自信”，树牢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主动把
个人的青春梦、成才梦融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二要练就过
硬本领，刻苦学习，勤于思考，学以致用，
知行合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奠定坚实基础。三要锤炼高尚品德，加强
思想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四要矢志艰苦奋斗，大力弘扬“红船
精神”“西柏坡精神”和塞罕坝精神，不怕
吃苦，不畏艰难，大胆创新，积极创业，在
新时代展现新气象、争取新作为。

报告结束后，王东峰与大学生代表
进行面对面交流，认真回答了他们提出
的问题。

焦彦龙、童建明、徐建培参加活动。

王东峰为全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大学生骨干
培训班作专题报告，寄语广大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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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德主持

本报讯（记者王小勇、汤润清、王育
民）初夏时节，迁安市滨湖东路东侧绿
化带景观公园每天都会迎来众多遛早、
健身的市民。“前几天下了场大雨，可
第二天这路面上连个水珠泥点都没
有！”走在洁净干爽的透水路面上，退
休工人张前进高兴地说，是海绵城市建
设让咱迁安人的生活品质又提升了一
个档次。

“海绵城市既是一种城市建设模式
的创新，更是一种城市发展理念的转
变。”迁安市委书记张淑云表示，自2015
年4月入选全国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城市以来，迁安市始终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
的海绵城市”重要指示精神，把海绵城
市建设作为促进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抓手，大力倡导“海绵+”理念，

并将其渗透到每一项民生工程中，系统
解决城市发展中面临的水资源、水环
境、水安全、水生态和水文化问题，既提
升了城市的“面子”，更优化了城市的

“里子”，一个“人水和谐”的魅力迁安呼
之欲出。

“作为全国16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城市中唯一一个县级市和我省唯一一
个全国海绵城市试点城市，我们既无同

类城市参照，也无现成经验可循。”迁安
市委副书记、市长韩国强告诉记者，三
年来，迁安市摸索出一整套“专家引导、
政府主导、部门推动、民众参与”的工作
原则和“规划引领、生态优先、安全为
重、因地制宜、统筹建设”的建设路径，
实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
黑臭、热岛有缓解”的建设目标，努力为
全国县级城市海绵城市建设提供一个
可复制、可推广的“迁安样本”。

海绵城市建设之初，迁安市首先
特邀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清华大学
等国内知名院校作为技术支撑团队，
并聘请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高标准编制了《迁安市海绵城市建设
区专项规划》，专业性地提出“渗”“滞”

“蓄”“净”“用”“排”多目标雨水控制为
导向，（下转第五版）

本报讯（记者曹智）从 5 月 6
日召开的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推进会上获悉，经过全省上下共
同努力，截至 4月底，在易地扶贫
搬迁工作中，我省已累计实现入
住 53379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人 口 29526 人 ，同 步 搬 迁 人 口
23853人。

2017 年下半年，通过建档立
卡“回头看”和同步搬迁人口核准，
全省搬迁规模确定为1857个行政
村、11.5万户、31.9万人，其中贫困
人口14.2万人，同步搬迁人口17.7
万人。根据计划，今年底前，我省要
完成纳入国家计划的 9 万贫困人
口的搬迁安置。6月底前，所有搬迁
安置项目完成前期手续办理并开
工建设，9月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年
底前具备入住条件并交钥匙。年底
前其他搬迁人口涉及的集中安置
项目要完成主体工程。

目前，各地各部门深入谋划，
精心组织，积极推动搬迁任务加快
落实。截至 4月底，全省开工项目
共涉及224935人，其中集中安置
161403人，分散安置63532人。

各地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
搬迁工作的重中之重，制定时间
表和路线图，抓紧完善前期手
续，狠抓工程建设进度。截至 4
月底，全省计划建设的 337 个集
中安置项目中，已开工 310 个，
其中交付使用 112 个，已竣工 55
个，正在建设和装修 143 个。

各地切实加强分散安置贫困
人口跟踪管理，逐步实现可追溯、
可管控。截至 4月底，全省分散安
置贫困人口累计入住7437人。其
中通过自建房安置1311人，通过
自购房安置2665人，通过投亲靠
友或其他安置方式安置3461人。

目前，省级共筹集各类搬迁
资金192.3亿元，已拨付各县（市、
区）97.07 亿元。其中省财政拨付
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 6.19 亿元，
河北易地搬迁公司拨付各类搬迁
资金90.88亿元。各县（市、区）已支出各类搬迁资金34.76亿元，资
金支出率35.81%。中央预算内资金支出2.58亿元，支出率41.68%。

按照搬迁后续扶持意见要求，各地认真制定具体方案，推进后
续脱贫举措落实到产业、帮扶到户、分解到人。截至4月底，全省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41753人落实了后续帮扶举措。

我省积极推动搬迁任务加快落实

，截至四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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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绵+”理念全面提升城市品位

打造海绵城市建设“迁安样本”

本报讯（记者马利）为深化
产教融合体制机制改革，促进
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
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省政府
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深化产
教融合的实施意见》，明确我省
将逐步提高行业企业参与办学
程度，到 2020 年，组建 10 个左
右产教融合集团（联盟），并通
过 10 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实现

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校企协
同育人机制全面推行，高等教
育、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和产
业升级的贡献显著增强。

我省将同步规划产教融合
与经济社会发展，促进高等教
育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和新型城
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大数据与
物联网、信息技术制造业、生物
医药健康、（下转第五版）

本报讯（记者贡宪云 通
讯员何菲、季东胜）从省财政
厅 获 悉 ，为 落 实“ 放 管 服 ”改
革要求，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
行为，省财政厅、省物价局对
全省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进
行了全面梳理，编制了行政事
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并于日前
发布。

此次发布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目录清单，包括《河北省执行
的全国性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
清单》《河北省执行的全国涉
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全省性及省直部门和单位行
政 事 业 性 收 费 目 录 清 单》和

《河北省在收全国性考试考务
费目录清单》。（下转第五版）

我省发布最新版行政
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未列入目录范围的项目，缴费人有权拒缴

我省将组建10个左右
产教融合集团（联盟）

支持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直接举办
符合雄安新区发展要求的职业学校

＞＞＞见第四版

＞＞＞见第四版

日前，位于文安县的河北鲲运塑
料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利用国际
先进塑料包装成型机加工产品。

近年来，围绕承接京津地区功
能疏解和产业外溢，文安县不断推
动产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升
级，加快实施一批环保节能和新材
料项目，打造环保节能设备和新材
料产业基地。 记者 赵永辉摄

文安打造环保节能
和新材料产业基地

今日导读

＞＞＞见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贡宪云、刘剑英）针对
非煤矿山长期患有的“多、小、散、弱”的
病症，邯郸市开出了“猛药”——近日，
邯郸市政府制定出台《关于非煤矿山关
闭整合及加强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底，通过“关闭一
批、整合一批、改造一批”等综合措施，
使全市铁矿、采石场、尾矿库总量减少

70%。
据调查，邯郸市现有具备采矿权的

铁矿 160 个、采石场 42 个、尾矿库 32
个，涉及武安市、涉县、永年区、磁县、复
兴区、峰峰矿区6个县市区。

“这些矿山很多都是‘鸡窝矿’，不
成带、不成面，散乱无序。采这种矿的
多是规模小、实力弱的小企业，安全和
环保生产存在一定隐患。另外，这些年
由于矿石价格下行，采矿利润有限甚至
亏损，不少矿企处于开开停停的状态。”
谈到邯郸市大力开展非煤矿山整治的
原因，该市安监局局长王保江这样说。

“从关闭数量、整合标准、改造要
求等多方面看，这是邯郸近年来实施
的标准最高、措施最严的非煤矿山整
治行动。”该市安监局监管一处处长孙
朝明说，今年初，省里出台的《关于改
革和完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加强矿山
环境综合治理的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固体矿山数量减少 30%。该市依据
上述意见以及《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
规，结合实际，自我加压，制订了这个
行动方案。

方案提出，到 2020 年，全市计划关
闭铁矿 120 个、采石场 23 个、尾矿库 20

个。今年完成总关闭任务的 50%，明后
两年分别再完成 30%、20%。对铁矿明
确了 8 类关闭情形、6 条关井标准、5 条
整合重组条件、4条改造提升标准；对采
石场明确了 2 类关闭情形；对尾矿库明
确了 2 类关闭情形。经过整合改造后，
全市铁矿最低生产规模将不低于 6 万
吨，服务年限不低于5年。

方案明确，各有关县市区政府统一
领导，国土资源、安全监管、公安、环境
保护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研究制定具
体方案，确定关闭、整合重组、改造提升
矿山企业名单，（下转第五版）

关闭整合提升 实现“瘦身健体”

邯郸非煤矿山数量3年将减七成
今年完成总关闭任务的
50%，明后两年分别再
完成30%、20%

省 国 税 地 税 发 布
“最多跑一次”清单

清单主要内容共有5大类127项


